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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二十七日電】深圳海
關日前破獲一宗深圳公司利用香港 「空殼」公司
走私巨量DVD機芯激光頭案件，涉嫌走私逾四
千九百萬個激光頭，案值近九億元人民幣，涉稅
約一億五千萬元，二十五名嫌犯人被移送檢察機
關審查起訴。

據透露，這次繳獲的DVD機芯激光頭數量
驚人，震撼內地DVD生產商界，令內地DVD機
芯激光頭價格短期內飆漲百分之二十。目前，內
地市場對激光頭的需求呈現井噴式增長，主要應
用在DVD加工生產及車載DVD。

據深圳海關透露，這次涉嫌遭走私的巨量貨
品是內地業界俗稱 「光頭」的激光頭，其加工後
的半成品 「機芯」是 DVD、電腦光驅等產品的
核心部件，主要產自韓國的三星和日本的三洋、
索尼、日立等公司。

這些貨品體積不大、重量僅為十幾克的激光
頭價值卻不菲，目前國際市場價格約為二至三美
元一個，涉案的深圳電子公司是日韓品牌的代理
商。

【本報訊】對於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日前表示，為
避免有警員於執勤時受到辱罵而妨礙執法，擬引入辱
警罪增加阻嚇力。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回應指，暫時未
有意願就辱警罪立法，但如果警員受辱事件 「升級」
，不排除引入辱警罪。

李少光昨出席撲滅罪行委員會會議後表示，前線
警務人員是保障市民生命及財產，維護本港的繁榮，

其行使的權利應受到尊重，若警員受辱的事件 「升級
」，不排除引入辱警罪。至於保安局的大亞灣核事故
應變計劃，將會短期內向立法會公布細節，計劃會有
多個政府部門及市民參與，今年上半年將舉行區域性
的演習。

另外，撲滅罪行委員會公布，今年首月搜獲的毒
品較去年大增，其中搜獲大麻有八十二公斤，而冰毒
及可卡因同期亦分別增逾兩倍及五倍。李少光解釋，
搜獲的毒品大多數是在口岸截獲，但無證據顯示本港
成為毒品轉口港。

【本報訊】北角天后廟道飛龍台發生潑淋紅
油案，昨日凌晨有歹徒在大廈出入口附近牆壁淋
紅漆油，逞惡後逃去；由於特首參選人何俊仁屬
上址住客，警方一度大為緊張，其後附近檢獲一
些追債字句紙張，相信事件與參選無關，只涉及
向其他人追數。

現場為天后廟道二十六至三十二號飛龍台，
參選特首的何俊仁為上址住客之一。昨日凌晨零
時二十五分，大廈姓周保安員（六十二歲）發現
出入口更亭附近，有一幅外牆被人潑淋大片紅色
漆油，面積約一米乘三米，馬上報警。警方接報
一度大為緊張，派警員趕到了解事件，經翻看現
場及附近大廈閉路電視，又在附近發現多張寫有
追債字句的紙張，警方相信事件涉及追數。

地鐵訊號故障迫爆月台
【本報訊】近期故障頻生的港鐵，荃灣線昨晨上班時間再

發生訊號故障，班次延誤兼行車延長兩分鐘，多個車站月台
「迫爆」候車乘客，列車服務受阻逾句鐘始恢復正常。期間

有一名乘車女子疑車廂太擠感不適，需職員協助下車休息。
昨晨八時許，港鐵由尖沙咀開往金鐘一段荃灣線，發

生訊號故障，行車時間延長兩分鐘，列車服務受阻；牽一
髮動全身，其他班次亦由三分鐘延長至六分鐘，因正值上
班繁忙時間，除金鐘站、尖沙咀站月台出現大量無法迫上
車的人潮外，旺角站、油麻地站、佐敦站月台亦同樣迫滿
趕上班乘客，幸無混亂情況發生。一名女子在美孚站上車
後，懷疑車廂太擠迫而感到不適，於抵達尖沙咀站後，需
由港鐵職員協助下車。港鐵工程人員到場進行搶修，直至
上午九時五十分，列車服務才恢復正常。港鐵發言人表示
，訊號故障的原因，仍有待調查。

【本報訊】沙田水泉坳街一個地盤昨晨揭發盜
竊案，一部重約十三噸的挖泥機被竊賊偷去，價值
逾四十萬元，工人返回開工揭發報警；警方不排除
賊匪配備大型車輛把挖泥機運走，正展開調查。

現場為水泉坳街近博康邨對開地盤，正進行一
項渠務工程，自去年八月開始施工，預計今年全部
竣工。據地盤負責人表示，被盜的挖泥機值逾四十
萬元，即使以二手價放售，亦可賣得三十多萬元。

昨晨八時十五分，工人返回地盤準備開工，赫
然發現停在地盤內一部挖泥機，竟不翼而飛，相
信被竊匪光顧，於是報警求助。據了解，地盤前
日沒有開工，不過管工曾到場巡查，當時挖泥機
仍在。由於被盜挖泥機相當笨重，警方估計賊匪
於昨日凌晨犯案，先將挖泥機駛出地盤，再駛上
事先準備好的大型貨車運走，不排除偷運返內地
脫手圖利。

【本報訊】一名患情緒病的專業教
育學院學生，昨日在柴灣分校上課疑分
組活動 「落單」，突然發惡遷怒導師，
持櫈襲擊後再追打，繼而又打傷保安員
，更向到場警員吐口水，涉嫌傷人及襲
警等罪被捕，傷者送院敷藥無礙。

被捕學生馮×龍（十八歲），在香
港專業教育學院柴灣盛泰道分校，修
讀 「應用科學學科」，據悉患有情緒
病。遇襲導師陳×輝（六十歲）、保安
員陳×功（四十七歲），分別口、臉輕
傷。

昨晨十一時許，該學生在實驗室上
課，因同學分組活動卻剩下自己，突然
情緒失控吵鬧。姓陳導師上前調停，有
人發惡取櫈企圖扑頭，躲開後又被追打
，保安員聞訊到場亦遭打傷。期間有人
曾手握一條玻璃棒，校方恐事情失控報
警。警員趕到時，又被吐口水對待，最
後將學生制服拘捕。疑犯與兩傷者，同
送東區醫院治理。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發
言人表示，事發後已通知學生家長，校
方會提供適切支援及協助。

【本報訊】曾獲海外傳媒評為亞洲十大食府的海
天花園酒家，其元朗分店昨日凌晨遭獨行賊潛入爆竊
。笨賊在撬開店內夾萬時，觸動了防盜警報系統仍懵
然未知；警員接報趕至封鎖前後門，跟着甕中捉鱉，
結果手到擒來人贓並獲，夾萬內十多萬元現金幸保不
失。

現場為元朗又新街三十七號海天花園酒家分店，
被捕男子劉×裕（三十歲），涉嫌爆竊罪帶署扣查，
警員在現場檢獲鐵筆、螺絲批等懷疑爆竊工具，以及
二千元現金，相信是搜掠店舖所得贓款。

大肆搜掠狂撬夾萬
據悉，海天花園酒家的總店位於屯門三聖邨，主

要供應海鮮食品等中菜，不時有娛樂圈人士到場。在
零八年，《華爾街日報》亞洲版一篇標題為《亞洲十
大食府》文章，把該酒家列入榜內，人氣自此急升；
東主也借題發揮，曾在入口處裝上牌匾，大字寫着有
關消息。

昨日凌晨一時左右，又新街分店已打烊，獨行賊
帶備鐵筆等爆竊工具，從酒家後門撬門潛入，到收銀
櫃位大肆搜掠，並企圖撬開一個夾萬；但期間賊人笨
手笨腳，只顧埋首企圖弄開夾萬，觸動了店內防盜系
統，因系統連接保安公司，現場不會警鐘大鳴，因而
懵然未知，繼續埋首苦幹撬夾萬發橫財夢。保安公司
發覺食肆遭爆竊，立即通知警方和食肆負責人。

驚見事敗拔足亂跑
大隊警員接報掩至，先把食肆前後門團團包圍，

並由同時到場負責人開啟閘門入內搜查，結果在收銀
櫃位發現獨行賊，賊人驚見事敗，一度拔足亂跑，最
後被警員合力制服拘捕，現場檢獲鐵筆、相信是贓款
的二千元現金等。警員檢查後證實夾萬並未被撬開，
內裡存放大約十萬元現金紋風未動。

利潤已捐慈善機構
練官指，被告利用太古收購港機工程股份的敏

感資料，在收市前以最高價格買入港機股票，完全
知道股價將會上升。被告曾出任多間上市公司的董
事，有豐富的經驗，根本知道行為是違反交易規例
，案情嚴重，被告破壞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市場的聲
譽，行為令公眾失望。法庭必須保障證券買賣制度
，量刑起點定於半年，考慮被告過往沒有案底，從
事公職多年，且主動向證監會透露事件，將案中所
獲取利潤，捐到慈善機構，未有對公眾造成重大損
害，故判處緩刑。另外，被告需負責證監會調查案
件的一半開支，即十萬七千元。

辯方律師求情時表示，林光宇感後悔，有採取
補救行動。案件被傳媒廣泛報道，他與家人均蒙羞
。律師呈上多封求情信，內容多指林為人正直，立

法會議員劉江華指，林退休後加入民建聯當常委會
成員，熱心社區服務。現職太古的前憲制事務司施
祖祥指，林對新機場的規劃貢獻良多。辯方律師透
露，林每月有五萬元退休金，加上北京一物業的租
金，每月收入約七萬元，兩名兒子任職律師。

偷步買入獲利8萬
身為港機工程非執行董事的林光宇，涉嫌在前

年六月，獲知太古將會收購港機股份後，偷步買入
四千股，獲利近八萬元，林作供時聲稱買入股票前
曾飲了五杯酒。

林服務政府超過四十年，六二年加入民航處，
擔任航空交通控制助理員，由基層做起，九八年出
任民航處長，零四年退休，離職時月薪約十六萬元
，曾獲頒銀紫荊星章，又擔任多間私人機構董事，
包括港機非執行董事。

李少光：不排除引入辱警罪

何俊仁寓所樓下遭淋紅油

托福3「槍手」各囚10月
【本報訊】三名內地尖子，因做 「槍手」代港人考

「TOEFL」托福英文試，被控行使假身份證明文件，昨於
荃灣裁判法院提堂，被判即時入獄十個月。裁判官在判刑
指，被告明知而犯法，令國際認可的考試評估制度受損，
行為可恥。另外，警方正聯絡該三名 「請槍」內地考生，
不排除稍後再有其他涉案人士被捕。

三名持雙程證的被告，分別姓蔡、姓刁和姓陳，年齡
介乎廿三至廿四歲。本月廿四日來港，上周六（廿五日）
到考評局荔景評核中心應考，向三十二歲外籍監考官出示
他們手中的中國護照時，被考官質疑證件真偽，幾經盤問
下發覺他們破綻百出，於是報警。被告在警誡下承認，經
他人聯絡代考，考獲八十分以上，每人會得二千元人民幣報
酬。代表律師求情時表示，三人在廣東省修讀外語課程，
事件已知會有關學校，希望得到輕判。

【本報訊】觀塘協和街發生女婿與岳母互毆事件。兩人
素有積怨關係惡劣，昨日為嬰兒餵奶問題又吵至面紅耳赤互
相推撞，岳母突被掌摑怒火中燒，雙方大打出手，警員到場
齊被拘捕。兩疑犯皆稱傷，做了 「夾心人」的女兒，因調停
無效並被殃及池魚不適，三人齊需送院檢查。

女兒調停亦被打傷
現場在協和街華峰園一個住宅單位，被捕兩人為女婿

陳×明（三十六歲）、岳母黃×晴（五十九歲），二人送院
敷藥無礙； 「夾心人」女兒姓甄（三十三歲）。據悉，女婿
與岳母素有積怨，不時因瑣事而起爭執。

昨晨八時許，陳×明為兩歲兒子的餵奶問題，開聲埋怨
岳母，她聞言大感不悅出言反擊，雙方在屋內爆發罵戰吵至
面紅耳赤，後更互相推撞，混亂間黃婦遭人摑了一巴掌，陳
亦被人推撞頭部，雙方俱報警聲稱遇襲，女兒調停不果，混
亂中亦被打傷。警員到場調查，以涉嫌打架傷人罪名將涉案
女婿與岳母拘捕，因三人稱傷或感不適，安排救護車送往聯
合醫院檢查。

未料防盜系統直通保安公司

爆竊星級食肆 笨賊捉鱉

▲

險遭獨行賊爆竊的海天花園酒家元朗分店

▲

大廈出入口附近牆壁被歹徒淋紅漆油▲被打傷的導師需送院

▲沙田水泉坳街地盤的挖泥機離奇被盜

康怡演習保安猝死
【本報訊】鰂魚涌康怡花園一名中年男保安員，昨日

參與屋苑走火警演習時突然暈到大廈梯間，同事發現時已
陷昏迷，慌忙報警送院搶救，惜已返魂乏術。警方不排
除涉及心臟病發出事，真正死因有待剖屍確定，事件無
可疑。

死者蘇樹彬（四十七歲），任職保安員已多年，而調任
鰂魚涌康怡花園則大約半年。現場為康怡花園康盛街一座大
廈，屋苑時有安排走火警演習活動，讓保安員熟習過程要點
。昨日下午二時許，該屋苑正進行走火警演習，屋苑內的保
安員皆有參與，其中事主於演習期間，突然在大廈梯間暈倒
，並且昏迷不醒。其他同事發現大驚，立即報警求助，救護
車到場將事主送往東區醫院急救，惜證實不治，死因無可疑
，有待剖屍檢驗，院方不排除涉及心臟病問題。死者一名女
親友事後到醫院了解情況，知道噩耗後傷心掩面離去。

【本報訊】前民航處處長林光宇，昨於東區裁判法院被裁定內幕交易罪成，被判監
禁五個月，緩刑兩年，罰款五萬元。裁判官練錦鴻判刑時指，被告不誠實不可靠，選擇
性透露資料，買股票時能準確操作電腦，輸入購買股份數目，向銀行透支款項完成交易
，記得會議開了多久，由中環自行走到金鐘，故不接納辯方所指當時受酒精影響。

稱受酒精影響 但又記得股票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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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盜卡購名表被捕
【本報訊】一名女子利用偷竊得來信用卡，昨日在銅鑼

灣啟超道一間鐘表店瘋狂掃貨，企圖購買九隻總值三百多萬
元名表，被職員揭發事敗逃走，最終被警員截獲拘捕帶署扣
查，店舖沒有損失。

被捕女子姓陳（二十六歲），涉嫌企圖詐騙罪扣查。該
家鐘表店在啟超道十六號一個舖位，昨日下午三時許，有女
子走入上址扮大豪客，斥資三百五十萬元購買九隻名表，並
用一張信用卡繳款，職員核對信用卡資料發覺已報失，立即
報警，期間女子知事敗，匆匆奪門離開。警員接報在附近兜
截，將女子拘捕繩之於法。

▲ 李少光表示，如果警員受辱事件 「升級」 ，
不排除引入辱警罪。


